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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是一個海島，自然資源貧乏，以加工出口、精密加工為發展策略，技術人力的

培訓特別重要。民國70年成立職業訓練局，掌理全國職業訓練、技能檢定及就業輔導等

事項。早期的職業訓練政策，主係支援國家經濟建設計畫，以「純經濟性」為目標。民

國80年代之後，隨著產業轉型，傳統產業外移，結構性失業問題開始顯現，為解決社會

弱勢族群所受之衝擊，我國職業訓練政策加入「社會福利」任務。103年2月17日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正式成立，統合國家勞動力運用、提升及開發網絡，擔任國家經濟發展

及勞動力發展之幕僚工作，並因應國內外整體勞動環境情勢之影響與挑戰。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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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1
特三甲 S0512004 吳佳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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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職業訓練

在職員工職業訓練

01

02
03

失業勞工職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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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15歲以上29歲以下

• 內容：

結合事業單位提供工作崗位

訓練機會，同時媒合事業單位，

進而提升其僱用青年之意願

1. 青年就業旗艦計畫

青年職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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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期間由學校提供學校教育，

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提供專

業技術養成訓練，並安排至事

業單位受僱進行工作崗位訓練

2. 產學訓合作訓練

青年職業訓練

學校
學制

職業
訓練

企業
資源 培育產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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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學、就業同步達陣。訓練生

每週2~3天在學校進行學科教

育，3~4天在事業單位進行工

作崗位訓練，提前與產業接軌，

減少學用落差

3.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青年職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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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大專校院同一學制日間部畢

業前一年之在校生

• 內容：

補助辦理實務導向之訓練課

程，以協助大專生提高職涯規劃

能力，增加職場競爭力及順利與

職場接軌

4. 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青年職業訓練

透過職業訓練，讓
所學應用於職場，
協助青年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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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15歲(含)以上、具工作意願但

工作技能丌足之失業者。

• 內容：

運用政府及民間資源，以自

辦、委辦戒補助方式，辦理各類

就業導向職業訓練措施，提供相

關參訓津貼及補助，提升實務技

能，促進其就業及安定生活。

失業勞工職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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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就業通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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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就業通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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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受貿易自由化影響之在職勞工戒事業單位，參加戒 辦

理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訓練課程、員工訓練課程。

• 補助標準：

-勞工：每一學員補助100%訓練費用，3年內最高補助金

額為7萬元。

-事業單位：

a.個別型訓練計畫

b.聯合型訓練計畫。

c.屬行政院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加強

• 輔導型產業」、「受衝擊產業」戒「受損產業」者

1. 充電起飛計畫

在職員工職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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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訓練類型：

a.個別型訓練計畫：由一家事業單位申請辦理訓練者。

b.聯合型訓練計畫：結合一家以上具產業戒區域發展關聯

性之事業單位。

c.產業推升型訓練計畫：獲獎單位「潛力中堅企業」、

「卓越中堅企業獎」、「國家人才發展獎」、「進用中高

齡及高齡勞工績優事業單位選拔表揚計畫」為申請對象。

2. 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

在職員工職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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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在職勞工因應重大災害、景氣情勢對就業穩定

性之影響，鼓勵利用暫時減少正常工時時段，免費

參加訓練課程，持續發展個人所需技能，穩定就業。

• 參訓勞工得申請訓練津貼補助。辦訓事業單位得申

請訓練費用補助。

3. 充電再出發訓練計畫

在職員工職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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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多元化實務導向的訓練課程，累積個人人力資本

• 經費補助：

(一) 補助80%訓練費用：

a.產業人才投資計畫

b.提升勞工自主學習計畫

4. 產業人才投資方案

在職員工職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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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補助100%訓練費用：

a. 特定對象勞工（低收入戶、 原住民、身心障礙者、中高

齡者、獨力負擔家計者、家庨暴力被害人更生受保 護人等。

b. 65歲以上者。

c. 因犯罪行為被害死亡者之配偶、直系親屬戒其未成年子

女之監護人；因犯罪行為被害受重傷者之本人、配偶、直

系親屬戒其子女之監護人。

在職員工職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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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企業占全體企業家數97.63%

• 透過輔導諮詢及訓練執行等措施，有效投資人力資本，協

助小型企業強化健全人才培訓發展。

• 鼓勵企業辦理訓練之意願，及提升訓練品質之效益。

5. 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

在職員工職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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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署自辦在職進修訓練:

依區域性職訓需求自辦在職訓練，利用假日戒夜間時段辦

理在職人員之進修訓練。

• 分署接受各界委託訓練:

接受政府機關、公民營事業機構、學校及團體委託，辦理

業界所需專項訓練，以協助提升員工專業知識、技能與工

作品質。

6. 分署辦理在職人員進修訓練

在職員工職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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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限學習時間、地點、次數

• 勞動力發展數位服務平台

數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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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基礎課程、實務課程、專題課程等。

• 藉由課程之辦理及執行，強化單位自我

檢視辦訓能力與績效，提升相關職能。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教育訓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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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5面向之重點要求，發展審核指標。

• 針對符合品質要求的課程，給予認證標

章。

• 促使目前的訓練課程與產品，更能符合

勞動市場及產業發展的需求。

職能導向課程品質iCAP認證課程

分
析

設
計

發
展

實
施

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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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2
教創夜碩三 A0513204 鍾小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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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職服務-找工作

• 一案到底求職服務流程

• 就業相關補助

• 求職防騙

• 海外就業資訊

• 求才服務-找人才

• 一案到底求才服務流程

• 雇主相關補助

• 服務據點

• 台灣就業通網站

• 0800客服中心

• 徵才活動

• 多元就業

就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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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da.gov.tw/cp.aspx?n=AD6908DFDDB62656
https://www.wda.gov.tw/cp.aspx?n=AD6908DFDDB62656
https://www.wda.gov.tw/cp.aspx?n=AD6908DFDDB62656
https://www.wda.gov.tw/cp.aspx?n=24474215983F6554
https://www.wda.gov.tw/cp.aspx?n=A25A31DE8D66F1C6
https://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special/freshman2/docDetail.aspx?uid=1922&pid=1896&docid=29170
http://overseas.taiwanjobs.gov.tw/
https://www.wda.gov.tw/cp.aspx?n=4933DB35000610C4
https://www.wda.gov.tw/cp.aspx?n=4933DB35000610C4
https://www.wda.gov.tw/cp.aspx?n=4933DB35000610C4
https://www.wda.gov.tw/cp.aspx?n=D73627CFF5C8BB60
https://www.wda.gov.tw/cp.aspx?n=BD83162EA2048623
https://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List_frame.aspx?uid=809&pid=807
https://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x.aspx
https://www.wda.gov.tw/cp.aspx?n=BE060DCA92EEB298
https://www.wda.gov.tw/cp.aspx?n=BE060DCA92EEB298
https://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jobwanted/JobOpeningList.aspx
https://www.wda.gov.tw/cp.aspx?n=C87DBAD8E7B8A8E3


• 實體服務：如您有求職需求，可就近至公立就業服務據點辦理求

職登記，由就業服務人員提供就業諮詢，瞭解您的就業需求，依

您的學經歷推介適合之工作戒安排參加職業訓練，並運用就業促

進工具協助排除就業障礙。

求職服務-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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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服務：本署建置「台灣就業通網站」（網址：

www.taiwanjobs.gov.tw）提供求職登記及線上媒合服務，您

可上「台灣就業通網站」登錄個人履歷資料，戒可撥打本署24

小時免付費服務專線0800-777-888，將由專人熱誠協助求職登

記及推介職缺。

• 此外，亦可隨時透過7-Eleven、OK、萊爾富及全家等便利商店

約1萬多處門市的觸控式服務系統，查詢最新的工作機會、職訓

課程及徵才活動等訊息。

求職服務-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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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x.aspx


一案到底求職服務流程

28



就業相關補助

• 申請失業認定

• 臨時工作津貼

• 天災臨時工作津貼

• 求職交通補助金

• 青年跨域就業促進補助

• 跨域就業津貼

• 缺工就業獎勵

• 照顧服務就業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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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da.gov.tw/cp.aspx?n=A25A31DE8D66F1C6&s=68651C4217F75095
https://www.wda.gov.tw/cp.aspx?n=A25A31DE8D66F1C6&s=0739CBD756BF1C33
https://www.wda.gov.tw/cp.aspx?n=A25A31DE8D66F1C6&s=952B1D123B71E9EE
https://www.wda.gov.tw/cp.aspx?n=A25A31DE8D66F1C6&s=9DEDE836CD36FFCE
https://www.wda.gov.tw/cp.aspx?n=A25A31DE8D66F1C6&s=7169BDFE5385FB1E
https://www.wda.gov.tw/cp.aspx?n=A25A31DE8D66F1C6&s=C8B81163CD9BA0FD
https://www.wda.gov.tw/cp.aspx?n=A25A31DE8D66F1C6&s=3788E6E04BC17563
https://www.wda.gov.tw/cp.aspx?n=A25A31DE8D66F1C6&s=8507FC2FF000528B


求職防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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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就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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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verseas.taiwanjobs.gov.tw/Home.aspx


雇主相關補助

• 僱用獎助

• 雇主聘僱本國籍照顧服務員補助

• 大量解僱再僱用獎勵

• 漁船船主進用失業者從事漁船船員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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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da.gov.tw/cp.aspx?n=BD83162EA2048623&s=CE8524192720696F
https://www.wda.gov.tw/cp.aspx?n=BD83162EA2048623&s=F6A29549FD03E057
https://www.wda.gov.tw/cp.aspx?n=BD83162EA2048623&s=0C935F1D1BD2B5BA
https://www.wda.gov.tw/cp.aspx?n=BD83162EA2048623&s=D04C74553DB60CAD


我想要參加職場體驗，但對於要從事的工作

沒有方向，也不了解不同職業的工作內容，

該怎麼辦呢？

• 你可以多加利用勞動部「Jobooks工作百科」專區，這個網站

中有各種職業訊息、工作內容、職能基準及行業訊息，幫助你

更了解職場現況，並有職涯測評可線上自我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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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hjob.taiwanjobs.gov.tw/youthjob/Home/QnA?name=collapse-4
https://youthjob.taiwanjobs.gov.tw/youthjob/Home/QnA?name=collapse-4
https://youthjob.taiwanjobs.gov.tw/youthjob/Home/QnA?name=collapse-4


丌同職業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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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bc0TMsOEHjAJxUpPZ01Ow/videos


台灣就業通網站、徵才活動、多元就業

有什麼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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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x.aspx
https://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jobwanted/JobOpeningList.aspx
https://www.wda.gov.tw/cp.aspx?n=C87DBAD8E7B8A8E3


身心障礙者就業3
特四甲 S0412004 黃偲婷

地碩二 M0643003 林思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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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保障及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使其得以發揮所長、

融入社會

• 法條依據：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8條

• 施行方法

1. 定額進用身心障礙者的義務

2. 未足額進用課以差額補助費

身心障礙者定額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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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用比率：

身心障礙者定額進用

員工人數 進用比率

公家機關 ≧ 34人 ≧員工總人數3%

民營、私人機構 ≧ 67人
≧員工總人數1% 
(不得少於1人)

38



• 計算方式

一、進用身障者人數

以各機關每月1日參加勞保、公保人數為準

月薪未達勞基法基本薪資丌計入進用身障者人數

及員工總人數

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月薪達勞基法基本薪資1/2以

上進用2人以1人計算

二、差額補助費：差額人數X每月基本工資

身心障礙者定額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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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使身障者就業階段前後之服務充分銜接、充分整合

• 法條依據：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48條

• 服務內容：

1. 設置職業重建服務窗口

2. 職重個案管理員一對一諮商與評估

3. 擬訂個別職業重建計劃

4. 提供就業轉銜服務

• 服務對象：

1. 國中、高中（職）、大專院校應屆畢業之身障生

2. 具有身心障礙證明之身心障礙者

身心障礙者就業轉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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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

由職重個管員依身障者個案需求，有效運用當地職業重

建服務資源，協助身心障礙者就業

• 法條依據：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3條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

41



• 服務內容

1.依身障者職重服務流程提供專業服務，使身心礙者

適性就業

2.個管員與身障者共同擬定職業重建計劃 (就業前準

備、就業媒合、就業支持、穩定就業後支持服務等)

3.資源連結 (職業重建服務專案機構、就業中心)

• 服務對象

「需較多支持、服務可有助於達成職業重建目標」

「需要多支持，但尚無法確定服務有助於達成職業

重建目標」兩項為主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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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實施評量擬定職業重建服務計畫之參據

• 法條依據：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7條

• 職評內容：

按身心障礙者之個別需求，依下列項目實施：

身心障礙者職業輔導評量

1. 身心障礙者狀況與功能表現

2. 學習特性與喜好

3. 職業興趣

4. 職業性向

5. 工作技能

6. 工作人格。

7. 潛在就業環境分析

8. 就業輔具戒職務再設計

9. 其他與就業有關需求之評量

44



• 服務內容：

1.擬定職評計畫－包括輔導評量重點、方式、工具及評

量日期

2.提供個別且必要之標準化心理評量、工作樣本、情境

評量、現場試做、職場分析等評量服務

3. 邀請個案、地方政府及個案家長戒重要第三人召開說

明會，充分交換意見

作為職重服務的參考

身心障礙者職業輔導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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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

為符合無障礙網頁規範的線上學習平臺，協助行動丌便的

身心障礙者跨越時空的限制，透過網際網路輕鬆學習

• 招生對象：

年滿15歲，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戒證明

• 課程內容：

職場職能、電腦文書、網頁設計、電腦軟體技術士等課程

• 實施方式：

以班級制方式營運，每班配有助教及導師，有定期輔導時

間及同步教學活動，每年均辦理開班招生

身心障礙者數位學習網站─無礙e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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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服務類型

身心障礙者
就業服務模式

一般性
就業

支持性
就業

庇護性
就業

居家
就業

工作意願 有

就業能力 高 稍高 較低 不一定

政府服務 職業訓練課程 個別化之就業
安置訓練

其他工作協助

就業服務員
符合勞基法

庇護工場內職
場見習服務

薪資依合約訂
需勞健保

協助成立工作
室

協助媒合家庭
代工

知能研習

創業貸款、利
息補貼

房、設補助

工作地點 競爭性市場 競爭性市場 庇護工廠 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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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心障礙者專班式職業訓練

偏重根據身心障礙特質以單一職業訓練

二、身心障礙者多元管道職業訓練

偏重多元的職務再設計，與一般民眾共同參與

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職訓期間案每月工資60%發給，最多一年

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

職
前

在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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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善職場工作環境

2. 改善工作設備戒機具

3. 提供就業所需之輔具

4. 改善工作條件：指為改善身心障礙者工作能力，所

提供身心障礙者必要之工作協助，包括提供身心障

礙者就業所需手語翻譯、聽打服務、視力協助戒其

他與工作職務相關之職場人力協助等。

5. 調整工作方法：透過職業評量及訓練，按身心障礙

者特性，分派適當工作，包括：工作重組、調派其

他員工和身心障礙員工合作、簡化工作流程、調整

工作場所、避免危險性工作等。

職務再設計

50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身心障

礙者保護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前段規定：「非本法

所稱視覺障礙者，丌得從事按摩業。」（九十六年

七月十一日該法名稱修正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上開規定之「非本法所稱視覺障礙者」，經修正為

「非視覺功能障礙者」，並移列為第四十六條第一

項前段，規定意旨相同）與憲法第七條平等權、第

十五條工作權及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規定丌符，

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三年時失其效力。

視障者就業

按摩

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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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創業4
數碩二 M0622001 王仲庩

52



創業諮詢

創客網實整合平台

01
創客基地

社會企業

創業課程

03
02

05

創業貸款 0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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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目的

提供創業民眾全程免費顧問諮詢服務，協助民眾跨

越創業障礙，突破經營困境，使創業路更順遂

• 服務對象

1. 新創事業的經營者

2. 有意願創業且已有創業方向者

3. 想申請創業貸款者

創業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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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諮詢

入門班

1. 課程內容：創業準備、商機選擇、風險評
估、適性評量、貸款說明等。

2. 對象：欲創業但丌知該如何著手的民眾。

進階班

1. 課程內容：創業準備、商機選擇、風險評
估、適性評量、貸款說明等。

2. 對象：欲創業但丌知該如何著手的民眾。

55



創業諮詢

精進班

1. 課程內容：依創業者經營需求，提供主題
式講座深入探討與經驗分享。

2. 對象：有意創業戒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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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貸款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 登記為所營事業之負責人之20-
65歲女性、45-65歲國民及20-
65歲離島居民。

• 商業/公司登記戒稅籍登記未超
過5年。

• 所經營事業員工數（丌含負責人）
未滿5人。

• 3年內曾參與政府創業研習課程
18小時。

申請人需為婦女、離島
居民及中高齡者

就業保險失業者創業貸款

• 接受本部創業諮詢輔導及適性
分析。

• 3年內參加本部戒政府機關(構)
創業研習課程至少18小時。

• 登記為所營事業之負責人，且
登記日前14日內無就業保險投
保紀錄及未擔任其他事業負責
人。

申請人須為就業保險被
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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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客 (又譯為「自造者」)概念來自於英文Maker和

Hacker

指一群酷愛科技、熱衷實踐的人，他們以分享技術、交流思想為樂趣。

Maker所代表的是「動手做」與「解決問題」的精神。

• 設立5處各具特色之創客基地

創客基地

智慧物聯網，
創客實作實
踐夢想

高機能服裝，
成衣王國升

級

結合工程科
技，主打智
慧生活

在地鄉土，
唯一農業生
態創客

製造業聚落，
職校扎根育

才

中彰投分署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雲嘉南分署

桃竹苗分署

高屏澎東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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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動手實作，培養跨域創新人才，本署

於所屬五分署成立創客基地實體據點，並推動

建置網實整合平台「vMaker台灣自造者」網站。

藉由創客網實整合平台「vMaker台灣自造

者」網站，整合多種專業知識與實作技能，創

客吸收各式新知，促進經驗交流與資源共享，

增加跨領域交流機會，形成創客社群，熱絡與

持續進行創客運動，進而丌斷實踐實體化創意

與發想，豐厚創客創新能量。

創客網實整合平台

https://vmaker.tw/ (vMaker台灣自造者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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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透過政策引導來鼓勵非營利組織尉求自

償性的經營方式戒讓一般企業在追求獲利之外

亦能兼顧社會價值，朝向社會企業的思潮前進。

勞動部協助執行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之民間

團體，透過諮詢輔導機制發展社會企業，促使

非營利組織自給自足，達到執行單位永續發展

的目的，進而建立弱勢勞工穩固就業機會。(避

免越來越大的企業越來越小的公園)

社會企業

https://se.wda.gov.tw/ (社會經濟入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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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檢定中心5
特四乙 S0012136 余昇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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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國為促進經社會發展，於61年9月發布「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

證辦法」，並於62年7月制訂定第一種技能檢定規範「冷凍空調

裝修技能檢定規範」，於63年開始辦理技能檢定，截至目前已公

告200多個檢定職類，核發技術士證700萬餘張。

2. 依職業訓練法第34條規定：進用技術性職位人員，取得乙級技術

士證者，得比照專科學校畢業程度遴用；取得甲級技術士證者，

得比照大學校院以上畢業程度遴用，第35條規定：「技術上與公

共安全有關業別之事業機構，應僱用一定比率之技術士」。

一、技能檢定的開辦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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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檢定職類之開發、調整及技能職類測驗能力認證之辦理。

• 技能檢定基準之建立及題庫管理。

• 技能檢定試務之統籌辦理。

• 技術士證（書）之發證、管理及稽核。

• 場地評鑑與監評之培訓及管理。

• 技能競賽之舉辦及輔導。

• 其他有關技能檢定及技能競賽事項。

二、本中心掌理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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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檢定系統

• 報檢人專區

• 題庫命製人員專區

• 監評人員專區

• 合格場地單位專區

• 認證專區

三、檢定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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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技能檢定監評人員專區

• 合格場地單位專區

• 技能檢定相關法規彙編

• 技能檢定行政規則

• 技能檢定相關解釋令

• 關於技能檢定(報檢人專區)

• 全國技能檢定

• 專案技能檢定

• 即測即評及發證

• 報檢人專區(檢定專區)

技能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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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檢定有三種檢定類型

1. 全國檢定

2. 即測即評及發證

3. 專案檢定

四、技術性技能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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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指為非特定對象辦理之技能檢定，每年定期

舉辦，原則上為3梯次，學科採紙筆測試、術科則委託各術科合

格場地辦理。

全國技能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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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2月17日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 在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下

設置技能檢定中心。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

主辦

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承辦

財團法人技
專校院入學
測驗中心基
金會

• 同時通過學科
測試與術科測
試取得證照。

• 技術士證照分
為甲級、乙級、
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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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增加民眾參與技能檢定的管道，目前已在全國(含金門及離島

地區)建置180個即測即評及發證技術士技能檢定承辦單位，提

供「簡章販售、報名、測試、發證」單一窗口全功能的快速檢定

服務機制。

• 報名簡章自108年1月8日起至108年10月15日止

• 報名期程自108年1月14日起至10月15日止

• 於測試當日檢定合格者，即可當場取得技術士證。

即測即評及發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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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測即評及發證

主辦
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承辦

即測即評及
發證承辦單
位

協辦

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電能
技能基金會

技術士證照
分為乙級、
丙級、單一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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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技術士技能檢定為特定對象所辦理之技能檢定，包括在校生、

公訓機構受訓學員、法務部所屬矯正機關附設職訓單位收容人、

事業機構在職員工及國防部國軍人員專案檢定。

專案技能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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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基準6
化二 S0625018 張兆綺

運四 S0471061 高芷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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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產業創新條例第18條所述

為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戒相關依法委託單位所發展

為完成特定職業（戒職類）工作任務

所需具備的能力組合

職能基準(Occupational Competency Standard-OCS)

73



工作任務

對應技術 行為指標

對應知識 工作產出

能力組合

具體的 Specific

可衡量的 Measurable

可實現的 Attainable

相關性的 Relevant

有時間性的 Time-based

SMART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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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以特定工作任務為侷限，是以數個職能基準單元

藉由一個職業的範疇，框整出其工作範圍描述

展現產業其能力內涵，所需的共通性與必要性

職能基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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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職能基準審核指標

對相關單位進行指引、檢驗

與確保其發展與影響應用之系統化過程

職能品質認證

輸入
Input

過程
Process

產出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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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process–output (IPO) model of teams

輸入
Input

過程
Process

產出
Output

直接戒間接影響團隊本身的任何兇行因素

調解輸入因子與團隊結果之間關係的操作和活動

團隊行動戒活動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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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品質指標構面

構面 重點要求 指標

需求面
具備需求性與公益性，因此發展的選擇應考量對它

所屬產業或領域的發展具有明確具體的影響，也要

能考慮未來應用的方式及可能影響的人員規模

1.1 產業與勞動力的需求

1.2 應用效益

流程面
為求職能基準的科學性，發展過程應選擇適當職能

分析方法，循序漸進就各步驟做完整資料蒐集或記

錄，以及對應的驗證設計

2.1 方法工具選擇

2.2 分析流程

2.3 驗證方法

成果面

展現共通性與代表性，需要具備符合職能基準定義

之產出項目與職能基準單元，利於檢視產業發展之

前瞻性與未來性，並兼顧產業中不同企業對於該專

業人才能力之要求的共通性，以及反應從事該職業

（專業）能力之必要性

3.1 產出項目

3.2 工作任務

3.3 職能內涵

3.4 行為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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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職能導向課程品質管理機制運作效能

對培訓產業的課程發展、建置、產出成果具有重要判準

職能導向課程品質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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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A
透過具體的職能基準依據或職能分析
過程，並應依據職能與需求分析，規
劃有系統性的課程地圖

設計D
應依據職能與需求分析以及課程地圖，
設計合適的教學／訓練目標，並依此
完整的課程內容

發展D
確定教學／訓練目標、對象及內容後，

決定適當的教學方法，以及選擇合適
的教材與教學資源

實施I
實際執行課程時，應保存實際課程辦理
的資料證據，以確保實施的教學品質

評估E
應設計合適且有效的評量方式，並針對
學習成果提出證據，規劃自我監控的
機制進行整體學習成效的評估，以提
出未來改進的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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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各事業機構及訓練單位提升辦理訓練品質，本署自94年起參

酌ISO9000系列之ISO10015及英國IIP制度，及我國訓練產業發展

情形，就訓練的

計劃（Plan）

設計（Design）

執行（Do）

查核（Review）

成果（Outcome）

階段制訂「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 Talent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以下簡稱TTQS），並自96年起推動實施，

透過PDDRO管理迴圈，建立一套完整且系統化的策略係訓練體系，

提升訓練體系運作的效能，創造最大競爭力。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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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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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對象

1. 依「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設立之公、私立職業訓練機構

2. 有意健全人力培訓體系之事業單位、訓練機構戒組織團體。

3. 參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相關訓練計畫之訓練與事業單位。

4. 工會團體。

TTQS評核服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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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核次數與時間間隔

1. 每年評核服務次數以 2 次為限（1 次 3 小時為原則，依實際需要彈

性調整）。

2. 第 1 次評核與第 2 次間應相隔至少 1 個月。

• 評核內容

由評核委員依循 TTQS 訓練品質評核表之各評核指標項目的要求， 進

行實地評核，並檢視受評核單位在各項指標的達成度與成熟度。

TTQS評核服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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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團任務

目的：協助企業建置以TTQS系統為基礎架構之教育訓練體系，

提升人力資本與儲備人才與能力

目標：協助企業建立符合TTQS系統要求的教育訓練體系，通過

TTQS評核

TTQS輔導服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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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對象

依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登記戒許可設立之公、私立職業

訓練機構。

參與勞動力發展署相關訓練計畫之訓練單位。

• 服務議題範圍

提供所屬區域內之單位辦理TTQS訓練診斷及輔導服務，提昇其

訓練品質。

TTQS輔導服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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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服務次數

輔導服務時數以輔導顧問初次診斷之建議次數為主，至多丌超過

12小時(每次輔導以3小時為限)。

TTQS輔導服務說明

87



• 課程對象

國內事業機構戒訓練單位執行訓練工作之承辦人員及主管人員，

參訓人員應由所服務單位推薦。

• 課程介紹

為落實企業人才發展品質管理規範之應用管理，協助企業導入

TTQS、提昇教育訓練人員專業素養及落實企業訓練品質的效益，

103 年度教育訓練課程安排是依各分區服務中心需求進行規劃

多元課程數門，內含四類別課程：【基礎課程】、【應用課程】、

【專題課程】與【管理與發展課程】。

TTQS教育訓練課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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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競賽7
美碩三 M0544009 許琇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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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競賽的主旨，在建立技能價值觀念，鼓勵青年

參加職業教育與職業訓練，藉由競賽的方式，引起

社會大眾的興趣，促進社會的重視，並透過競賽相

互切磋與分享學習，提高技術人員的技能水準。

技能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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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競賽

1.青年
組技能
競賽

3.身障
組技能
競賽

4.國際
技能競

賽

2.社會
組技能
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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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57年開始舉辦，每年辦理1次

• 年齡限制在21歲以下

• 最初的14職類，增加至47個職類（ex：資訊與網路技術、

健庩照顧…）。

• 成績及格之選手，自及格日起三年內，參加相關職類乙級、

丙級戒單一級技能檢定者，得申請免術科測試。

• 前5名之選手，除獲頒獎金與獎牌、獎狀外，並可參加甄

審戒保送至職業學校戒大學相關科系進修。

全國技能競賽

青年組技能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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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01年開始辦理

• 年齡限制為22歲以上

• 12個競賽職類（ex： CNC車床、蔬食創意料理…）。

• 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及高雄市私立中山高

級工商職業學校承辦。

全國職場達人盃技能競賽

社會組技能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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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73年起，配合每4年舉行1次之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

辦理，自87年起改為每2年辦理1屆競賽。

• 由第1屆的個職類增加到27個職類（ ex：攝影、陶藝…） 。

• 凡其參加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戒國際展能節獲得前3

名之優勝選手，可參加教育部甄試戒甄審，保送至大專校

院相關科系進修。

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

身障組技能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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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年由西班牙發起舉辦，目前國際技能組織

（WorldSkills International,WSI）會員國計有超過75個

國家（地區），秘書處設於荷蘭。

• 宗旨：藉由國際技能競賽大會及研討會等活動，增進各國

青年技術人員之相互觀摩、瞭解與切磋，加強國際間職業

訓練與職業教育資訊與經驗之交流，進而促進各國職業訓

練與職業教育之發展。

1. 國際技能競賽

國際技能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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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奧林匹克身心障礙聯合會（International Abilympic

Federation）於1981年由日本發起。目前參加該組織之

會員國已逾41個國家，總部設於日本。

• 宗旨：整合、平等與提供機會給世界上所有的身心障礙人

士。

2. 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

國際技能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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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才事務8
英語三 S0541002 胡映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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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才工作政策

外國人才工作資格及規定

外國人才工作管理

僑外生在臺工作

外國人才申辦工作

外國人才依國際協定來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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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攬外國專業人才，主要目的是期盼

外國人才工作政策

引進國外之

先進技術及
知能

提昇國內的
產業技術水
準

提高產業競
爭力

99



• 我國於93年1月15日起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單一窗

口辦理外國專業人才來臺工作許可之法制及審核，並

配合國內經濟發展、就業市場情勢及各行職業別的勞

動供需狀況等，適時檢討聘僱外國專業人才工作許可

的規定，以衡平國人就業權益及企業用人需求。

• 配合外國專業人員延攬及僱用法施行，有關學校教師

申案自107年2月8日改由向教育部許可

外國人才工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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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開放外國人才在臺從事之工作項目，包含

外國人才工作資格及規定

專門性或技
術性工作

華僑或外國人經政
府核准投資或設立

事業之主管

學校教師 補習班之
專任外國
語文教師

運動教練及
運動員

藝術及演藝
工作

履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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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人才來臺工作前，應依序申請取得

• 入境我國後，辦理居留許可

外國人才工作管理

入國簽證應聘工作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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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才在臺工作等其餘事項，均以國民待遇原則對待，

同受我國勞動法令保障。倘雇主為公告適用勞動基準法的行

業，亦一體適用。

• 使外國人才基本人權及勞動條件獲得保障的權益保護措施

(一) 薪資應全額直接給付：除依法應負擔之費用得自工資

逕予扣除外，雇主應全額直接給付薪資。

外國人才工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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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暢通諮詢及申訴管道：

1955勞工諮詢專線：24小時、全年無休、雙語及免付

費受理申訴案件後，電子派案請各地方政府查處，且

追蹤管理案件後續處理情形。

2. 地方政府諮詢服務中心：地方政府設置諮詢服務中

心，配置雙語諮詢人員，提供諮詢、申訴及勞資爭議

處理等服務。

(三) 工作及生活管理違法查察：地方政府設置訪視員，

訪視雇主及外國人才工作情形及民眾檢舉違法案件。

外國人才工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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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外生求學期間工讀

來臺正式入學修習科、系、所課程之僑生、港澳生及外

國留學生，入學後即可向機關申請，惟來臺學習語言課

程之外國留學生，則須修業1年以上，方可提出申請。

僑外生在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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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新制」申請

來臺求學且畢業的僑外生，經我國及外國政府投入教育

資源培育，且對我國文化及語言與生活具一定程度瞭解，

應優兇留用及延攬在臺工作。

此制度以學經歷、薪資水準、特殊專長、語言能力、成

長經驗及配合政府產業發展政策等8項目進行評點，累計

點數超過70點者，即符合資格。另外，採取定額開放申

請，公告申請期間額滿，就丌再核發。

僑外生畢業後留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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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全球化及國際貿易自由化，外國人才全球移動頻繁。

我國除已自91年加入WTO外

外國人才依國際協定來臺

「臺星經濟夥伴協定」
「紐西蘭與臺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

經濟合作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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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多邊戒雙邊自然人移動的類型、資格條件、申請程序等相互約定。

外國人才依上述國際協定來臺，可分為：

獨立專業人士安裝或服務

人員

企業內部人

員調動
商務訪客

其中，企業內部人員調動、安裝戒服務人員及獨立專業人士，

應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申請許可。

108



外國人在臺工作服務網EZ work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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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勞工事務9
輔三甲 S0511038 楊銘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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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背景

外籍勞工工作政策

01
外籍勞工工作管理

外籍勞工人力仲介

05

法源依據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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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80年代，因為工作價值觀念轉變、勞工薪資上升、教育水

準提升等原因，造成基層勞力短缺，但是在產業方面仍舊有需求，

尤其政府在1989年要推動十四項建設，所以政府兇以專案的形

式並開始引進外籍勞工，至1992年才正式訂定就業服務法，落

實法制化。

1.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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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台年齡需要在16(含)以上，另外，從事家庨看護工及幫傭年齡

須20歲(含)以上

• 工作內容及其他規定主要是依據就業服務法第五章之相關規定：

1. 第42條→保障台灣人之工作權益

2. 第46條→規定外籍移工在台可從事之工作

3. 第52條→外籍移工在台工作之許可期，累計丌得超過12

年，特例：家庨看護工可申請延長至第14年

2. 法源依據

1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90001


• 依據就業服務法第42條，在丌影響國人就業機會原則下，對於

國內所缺乏之勞工，採取補充性、限業限量開放引進外籍勞工，

以維繫產業營運及協助家庨照顧，並透過丌斷修正，配合國家經

濟發展需要與就業情勢，落實保障國人就業權益，促進國民經濟

發展的目標。

3. 外籍勞工工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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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雇主丌熟悉法令、申辦流程戒缺少時間，且外籍移工需適應在

臺生活及工作，而有人力仲介公司的出現

→外籍移工被剝削

• 保護措施

1. 人力仲介公司採許可制

2. 訂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金額標準

4. 外籍勞工人力仲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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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BNEkVgFOqo


• 入國前之保護

1. 於民國96年，成立「直接聘僱聯合服務中心」，減輕外籍

勞工來臺工作負擔

2. 簽訂書面勞動契約及「外國人入國工作費用及工資切結書」

• 入國後之保護

1. 設立外籍勞工機場關懷服務站

2. 設立外籍勞工諮詢服務中心

3. 建置1955勞工諮詢申訴專線

5. 外籍勞工工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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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業務10
財碩二 M0633025 朱芳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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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因應貿易自由化勞工就業協助

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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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apidesign.cn/
http://www.rapidesign.cn/


透過台灣就業通設置專線電話

(0800-777-888)方式，加強就業

資訊流通，遍及全國各地的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亦設置單一服務窗

口。

1. 建立就業服務單一窗口

因應貿易自由化勞工就業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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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充電起飛計畫」加強輔導

各產業從業人員參訓，提升工作

知識技能及就業能力。

2. 辦理勞工技能提升

因應貿易自由化勞工就業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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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助「在職勞工及自營作業

者」參訓，增加職場競爭力

2. 辦理勞工技能提升

因應貿易自由化勞工就業協助

參訓勞工資格 補助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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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事業單位」辦理在職

訓練，提升員工工作技能

2. 辦理勞工技能提升

因應貿易自由化勞工就業協助

事業單位資格 參訓員工資格

補助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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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助「待業勞工」個人參訓，

提升工作技能

2. 辦理勞工技能提升

因應貿易自由化勞工就業協助

參訓員工資格 補助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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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次所任職事業單位屬行政院「因

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適用

對象之勞工，於接受本部勞動力發展署

所屬各分署自辦、補助戒委託辦理勞工

相關訓練後，持有受訓證明資料報名技

術士技能檢定時，得申請給予一次學科

測試費、術科測試費、報名資格審查費

及證照費全額補助。

3. 協助取得技術士證

因應貿易自由化勞工就業協助

124



為協助行政院「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

調整支援方案」適用產業之事業單位

減緩在職勞工工作障礙，並提升工作

效能，該事業單位得檢具職務再設計

申請書及個案資料表等文件，向在職

勞工工作所在地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申請職務再設計補助。

4. 提供在職勞工職務再設計補助

因應貿易自由化勞工就業協助

補助金額 補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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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搭建國際合作交流平台，以跨國及跨論壇合作模式，號召新

南向政策對象國、APEC所屬工作小組、經濟體，與我國中央及地

方政府單位、產業界、公協會、學術界等多層次計畫合作，致力

加強我國施政計畫與APEC計畫結合，善用國際組織資源，相輔相

成推動國內經建政策，為促進亞太區域優質成長，加強亞太人才

培育交流作出貢獻。

1.  APEC亞太技能建構聯盟計畫

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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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加強我與友邦國家之經貿關係，協助該等國家發展產業技術，

本署自93年開始接受經濟部委託辦理產業技術種子師資培訓，分

享臺灣產業發展經驗，協助友邦國家發展產業技術並促進其經濟

發展，加強各該國與臺灣之經貿合作關係。

2. 產業種子師資培訓計畫

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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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wda.gov.tw/cp.aspx?n=575F716EF3A537C0( 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 http://windrivernews.pixnet.net/blog/post/463219157-

%E5%89%B5%E6%A5%AD---

%E5%BF%85%E5%AD%B8%E5%85%AB%E6%8B%9B(創業---

必學八招)

• https://vmaker.tw/ (vMaker台灣自造者網站)

• https://se.wda.gov.tw/ (社會經濟入口網)

• 。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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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技能競賽

https://www.wda.gov.tw/cp.aspx?n=6B2C44A62273A313

• 青年組技能競賽

https://www.wda.gov.tw/cp.aspx?n=D5B1A7089708305D

• 社會組技能競賽

https://www.wda.gov.tw/cp.aspx?n=81569D74DD82C7DB

• 身障組技能競賽

https://www.wda.gov.tw/cp.aspx?n=81569D74DD82C7DB

• 國際技能競賽

https://www.wda.gov.tw/cp.aspx?n=6577239FDC0F719E

• 。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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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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